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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茂洁面包店
서무결 베이커리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北区白杨大路1017  
 051-341 8018  
 07:30~24:00（全年无休）
 戚风蛋糕4,500韩元、

蓝莓糯米面包3,500韩元、
艾蒿坚果面包3,800韩元

13  龙 드래곤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北区金谷大路
287，三环Golden View公寓区102
号   051-343-5266  

 08:00~22:00
 （每月第一个周日休息）

 豆奶甜甜圈1,700韩元、
奶油奶酪杯2,500韩元、
猪猪面包1,500韩元、
糯米甜甜圈2,500韩元

14  Shumere面包
슈메르브레드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沙上区凌晨路167
号街5   051-323-6206  

 07:00~23:00（全年无休）
 甜甜圈800韩元

15  主菜 앙또르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帝释路57-1  
 051-202-4060  
 06:00~24:00

 （每月第一、三个周日休息）
 甜蜜法兰西4,500韩元、

勃朗峰5,000韩元

16  市民制果店
시민제과점  Map A

 釜山广域市西区九德路116  
 051-254-8990  
 07:30~24:00（全年无休）  
 摩卡香啡包1,500韩元、

奶酪勃朗峰2,500韩元、椰子奶酪
2,000韩元、蓝莓酱派2,000韩元  

17  太极堂 태극당  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水营路606  
 051-752-6247  
 07:00~23:00（全年无休）  
 火山面包2,500韩元、

奶油吐司3,000韩元

18  B&C 비엔씨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九德路34
号街3-1，1～3层  

 051-245-2361  
 08:30~22:30

 （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栗子点心12,000韩元、

核桃果子3,800韩元

19  白鸠堂 백구당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央大路
81号街3  

 051-465-0109  
 周一～五08:00～22:30、

周六08:00～22:00、
周日09:00～17:00、
法定节假日09:00～18:00  

 核桃长棍面包5,000韩元、 
奶油奶酪长棍面包4,500韩元、 
艾蒿大米吐司4,000韩元、 
栗子点心7,000韩元

20  雷诺阿 르느와르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路
428，东部奥运商业街  

 051-731-0302  
 08:00~22:30（全年无休）  
 六日发酵面包4,000韩元 

21  From.JUN 프럼준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中洞1路
35   051-741-6868  

 07:00~24:00（全年无休）  
 海云台松软面包12,000韩元、

糯米奶油奶酪面包2,800韩元

用煮熟后去壳的河蚬加盐煮成的清汤。釜山沙上区三

乐洞位于洛东江的河口处，是有名的河蚬产地。这道

汤品富含蛋白质与矿物质，味道鲜美爽口，用作宿醉

后的醒酒汤再合适不过了。

16

据说小麦面条源于朝鲜战争时期北韩难民用面

粉制作的面条。先用牛、猪或鸡的骨头熬出高

汤，放凉后再倒在面条上面。这种面条滑软适

口，价格也实惠。可以用冰凉的面汤泡着吃，

也可以用香辣的调料拌着吃。

切成薄片的酱猪蹄搭配上海蜇与各种蔬菜，淋上

香辣的芥末酱汁拌着吃。筋道香浓的猪蹄、鲜脆

多汁的蔬菜、清新提神的芥末巧妙融合，征服所

有人的味蕾。其中作为主要食材的猪蹄是在煮熟

后用酱油等调料炖出来的，富含胶原蛋白，有助

于抗衰老和美容。

据传，这道煎饼曾经是朝鲜时代（1392～1910

年）上供给君王的珍贵菜品。在烧烫的铁板上

抹上油，摊上米粉和成的面糊，再摆满新鲜的海

鲜、牛肉、水芹和香葱，浇上蛋液，煎至金黄。

蘸上酸辣酱吃上一口，海鲜的丰富口感充斥整个

口腔。

在精熬的猪骨浓汤里放上白切猪肉，吃的时候把

米饭泡在汤里一起吃。这种做法源于朝鲜战争 

  （1950～1953年）年代，当时的难民们用比较容易

购得的猪骨与下水一起煮汤来下饭，之后逐渐演

变为今天的猪肉汤饭。根据个人喜好，可以用虾

酱、凉拌韭菜或萝卜块泡菜来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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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作为一座港口城市，盛产各种海鲜。在海边

的生鱼片店或水产市场都能吃到新鲜又实惠的生

鱼片。刚刚打捞上来的鲜鱼现片现吃，鲜美香

甜，口感筋道。在广安里海边的民乐洞生鱼片中

心可以一边欣赏广安大桥的壮阔美景一边品味新

鲜生鱼片，吸引着众多游客。

釜山的辣炒章鱼与众不同，名为“朝纺辣炒章

鱼”。这道美食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朝鲜纺织厂前

的餐馆面向工人们提供的辣炒章鱼。与一般用辣

椒酱炒出来的辣炒章鱼不同，朝纺辣炒章鱼使用

的是辣椒粉和海鲜高汤，所以没有浓稠的汤汁，

而是呈现出章鱼清淡爽口的原味。

釜山的传统市场为市场的商人和广大来客

准备了各种风味小吃，其中最为有名的要

数釜山鱼糕和油豆腐火锅。釜山鱼糕的鱼

肉含量很高，味道鲜香，口感丰实。油豆

腐火锅的主料是将粉条和蔬菜拌成的馅塞

进油豆腐中做成的油豆腐包。油豆腐包、

鱼糕和鳀鱼高汤融汇出深厚鲜味。

金井山城的村子里放牧着黑山羊。烤黑山

羊肉选用的是这里的母黑山羊肉，肉质鲜

嫩且无膻味。给羊肉涂上辣椒酱做成的调

味料，然后用炭火来烤，甜辣的调料与炭

火香相得益彰，诠释出独特的鲜香口味。

用新鲜的甲壳类与鱼贝类煮的汤。釜山邻近大

海，各种海鲜俯拾皆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自

然而然地孕育出海鲜汤这道汤品。辣椒酱、香辛

料与海鲜高汤完美融合，打造出辣丝丝、爽滋滋

的鲜甜味道。

釜山当地的韩牛品牌“铁马韩牛”仅销售最高等

级的母牛肉，非常有名。釜山的母牛排骨也随之

闻名，肉质鲜嫩，调味独特，堪称韩国五大排骨

之一。在草梁洞有一条从1950年起形成的猪排骨

美食街，猪排骨的酱油调味汁与炭香交相辉映，

打造出令人难忘的美好味道。

河豚切块，与黄豆芽、萝卜、水芹和大蒜一起煮

成清汤，汤中满是河豚清淡爽口的美妙味道。釜

山地区盛产新鲜河豚，与其他地区相比，除毒技

术更加纯熟，专营河豚的餐馆也较多。

朝鲜战争后，饥肠辘辘的难民们为了果腹，开始把

海鳗烤来吃，后来这种做法逐渐流传开来。将扭来

扭去的海鳗切块后用铁板或稻草烤熟，肉质厚实，

口味鲜香，堪称一绝。有清淡的“盐烤”和香辣的

“调味烤”两种选择。

釜山人经常来往的山脚下一定会有烤鸭肉店，其中

金井山下的烤鸭肉首屈一指，美名远扬。鸭肉用香

辣的调料拌匀后烤熟，与韭菜一起吃。鸭肉美妙的

口感与釜山人热爱的浓厚调味使得这道美食经久不

衰，备受厚爱。

新鲜的安康鱼搭配其他海鲜，加上黄豆芽一起蒸

煮，用辣椒粉调味。与使用干安康鱼的马山地区

不同，釜山地区使用鲜安康鱼，再加上天然海鲜

调料和高汤，爽口地道的味道无可比拟，美味可

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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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余种材料混合熟成的调味料来蒸鲫鱼，可以

除去鱼腥，增加鲜味。釜山凭借洛东江的河口建

有不少水库，因此自古就有吃鲫鱼的习惯。釜山

的蒸鲫鱼沿用传统方式，使用木质蒸笼，味道清

淡，口感丰实。

釜山必尝美食16选

风景与美味同享的釜山名胜 釜山有不少诸如B&C、OPS和白鸥堂等在全国都获得好评的面包店。

如果您想品味一下釜山精品面包不同于连锁面包店的独特味道，

不妨到下面这些店家去亲自尝一尝。 

釜山美食体验场所

田浦咖啡街 전포 카페거리

釜山在被纽约时报收录于“2017年必去景点25
处”之中 时，关 于 釜 山 的 说 明 文 中曾对 田 浦 咖
啡街 做了详细介 绍。田浦洞原本是一条聚 集着
许多五金工具 店的街道，后来灵活运用这里的
独特氛围，改造出30余家别具个性的咖啡馆，  
形成一条特色咖啡街。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田路38号街一带

广安里咖啡街 광안리 카페거리 

可以将釜山地标“广安大桥”和广安里海岸的壮阔
美景尽收眼底的好地方。这里聚集着百余家咖啡
馆，一年四季熙熙攘攘，不仅满足口舌之乐，还有
露天音乐可供欣赏。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安海边路一带

迎月路 달맞이길

从海云台海水浴场开始，经过迎月岭，一直延伸至
松亭海水浴场。这条小道不仅是釜山最有名的兜风
路线，也是自古以来首屈一指的赏月场所，同时还
聚集着许多氛围独好的艺廊与咖啡馆，可以在蔚蓝
大海的陪伴下，享受各国美味，度过浪漫时光。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迎月路一带

机张咖啡村 기장 카페촌

年轻人蜂拥而至的机张滨海路。和人头攒动的海
云台与广安里相比，与机张大海仅一步之遥的海景
咖啡馆更是年轻人的心头好。“Waveon Coffee”
等人气咖啡馆往往在开门前就已经有人们排队等
待。机张咖啡村中建有几十家各具建筑美的咖啡
馆，这些咖啡馆紧挨大海与海边峭壁，大多选用通
体玻璃窗，坐在店中，手捧香醇咖啡，眺望窗外美
景，再美妙不过了。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日光面、竹城里、侍郞里、月内里一带

Waveon Coffee波浪咖啡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长安邑
迎日路286   11:00~24:00   051-727-1660   http://www.
waveoncoffee.com

釜山精品面包店

 
釜山热点景区

甘川文化村 감천문화마을 

原本是沿着山坡形成的难民村，
经过艺术家们的妙手添花，化身
为声名大噪的壁画村。每条巷子
中都装点着玲珑可爱的美术作
品，与村庄本身的质朴纯粹相辅
相成，营造出温暖人心的氛围。
村中不乏个性十足且景观独好的
咖啡馆，将停留在这里的每一秒
都填得满满的。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甘内2路117-11一带  
 3～10月09:00～18:00，11～2月

09:00～17:00 (全年无休)   051-204-
1444 / 051-291-1444 *10人以上团体须
提前预约,  村庄导游解说须电话预约  

The bay 101 더베이101

釜山首屈一指的夜景观赏处。坐
在宽敞的露台上，沐浴在海滨城
市的夜幕之中，喝一口啤酒，品
一口美食，是很多人追求的浪漫
情节。餐后步行10分钟即可到
达“电影街”，街上充满3D立体
绘画、雕塑和手绘作品，看点丰
富，非常适合轻松散步。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冬柏路52  
 各店不同   051-726-8888  
 http://www.thebay101.com

松岛缆车 송도 케이블카

从松岛海水浴场东侧的松林公园
延伸至西侧岩南公园的海上缆
车，全程1.62公里。缆车四面通
透，岩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松岛海水浴场、南港以及影岛一
带的美好风光全都尽收眼底。
39台缆车中有13台采用钢化玻
璃底盘，可以直接望见86米下方
的蔚蓝大海，惊险刺激。

（ 上 端 ）S k y P a r k：釜 山 广 域 市
西 区 岩南公 园 路1 81 /（ 下 端 ）B a y 
S t a t i o n：釜 山 广 域 市 西 区 松 岛 海
边路171   周一～四、周日及法定
节假日0 9 : 0 0 ～2 2 : 0 0，周五、六 及
法定节假日前日09:00～23:00     （全年
无 休 、7、8月营业时间延 长 1小 时）   

 051-247-9900   Air Cruise–成人
往返15,000韩元、成人单程12,000韩
元、儿童往返11,000韩元、儿童单程
9,000韩元 / Crystal Cruise（钢化玻璃
底盘）- 成人往返20,000韩元、成人单
程16,000韩元，儿童往返15,000韩元、
儿童单程12,000韩元 * 单程限现场购票   

 http://www.busanaircruise.net

丰饶海鲜与外来饮食文化
和谐交融的釜山美食

保存食材原味的海鲜菜肴
釜山面朝东海和南海，拥有出色的渔场，水产业十分发达，盛

产各种美味海鲜。因为海产品价格实惠，因此主要采用生鱼片

或河豚汤等将食材本来的味道原样呈现的烹饪方式。

 

热爱浓重调味料与独特香辛的釜山人
釜山人做菜辣椒粉用得豪放，因此味道浓厚的炖鱼、调味烤肉

和酱菜等菜品居多。釜山人还热爱香辛料，在煮汤时爱用藿香

和花椒，享受独特的香麻感觉。

外来饮食融汇而成的釜山饮食文化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1910～1945年）南下釜山寻找工作的人

们和朝鲜战争（1950～1953年）时期全国各地的难民将韩国各

地的饮食文化带到这里，与釜山传统饮食文化相融合，形成全

新的饮食特色。有名的猪肉汤饭、小麦面条和烤海鳗等风味美

食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用釜山方式全新演绎的日本美食
釜山从17世纪起就与日本展开交流，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日本的

饮食文化。日本美食来到釜山后经过釜山式演绎，面目一新。

用蔬菜包食的生鱼片，盛在砂锅里的韩式河豚汤和韩式鱼糕汤

堪为其中的经典实例。

三进鱼糕 삼진어묵

三 进 鱼 糕 是 釜 山 开业 时 间 最 长 的
鱼 糕 生 产 企 业 ，也 是 业 界 第 一 家
开 设 鱼 糕 体 验 场 的 公 司 。这 里 提
供 两 种 鱼 糕 的 制 作 和 品 尝 过 程 ， 
在 体 验 及 历 史 馆 中 还 可 以了解 三
进 鱼 糕 6 0 余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一 层
的展 销 场 售卖 8 0 余 种 特 色 鱼 糕， 
并提供用餐场所，可以现买现吃。

 釜山广域市影岛区太宗路99号街36   
 09:00～18:00（全年无休） 
 051-412-5468、070-5055-4866   
 周一～五体验-成人15,000韩元， 

普通团体13,500韩元，学生12,000韩元   
*限2人以上，需电话预约 

 http://www.samjinstory.com       

古来思 고래사

古来思鱼糕店的所有食材都坚持选
用顶级产品，绝不添加合成防腐剂或
调味剂。鱼糕种类多达百余种，其中
不乏独特的外观和口味。在1层卖场
可以选购并享用鱼糕，在2层体验场
可以尝试亲手制作鱼糕。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龟南路14   
 10:00~22:00（全年无休） 
 1577-9820 
 每人10,000韩元  *须提前电话预约 
 http://www.goraesa.com

金井山城村 금정산성마을

马格利酒是一种韩国传统米酒。这
种酒是在谷物中掺入酒曲和水后发
酵而成的。金井山城马格利历史悠
久，使用金井山洁净的地下水酿制
而成，香醇可口，美名远扬。在金
井山城村，您可以亲手尝试用酒曲
和稀饭来酿制金井山城马格利酒。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竹田2街42   
 10:00~15:00（全年无休） 
 051-513-6848   
 费用及预约方法：成人20,000韩元、 

儿童10,000韩元 
*须提前3～4天通过电话或村庄官网预约 

 http://sanseong.invil.org

发酵文化学校“然酵斋” 
발효문화학교 연효재 

来宾可以尝试灵活运用釜山本地食
材来制作韩国发酵食品。学校备有
多个一日体验项目，如果您对酒感兴
趣，不妨选择酿制马格利酒和传统烧
酒的项目。另外，也为不能喝酒的来
宾准备了利用马格利酒糟制作香皂和
面膜的体验活动。

 釜山广域市南区田浦大路110   10:00~ 
23:00 *体验活动约需1～1小时30分钟   

 051-636-9355   精品马格利酒体验每
人50,000～100,000韩元、利用酒糟制作马
格利香皂体验每人50,000韩元（限5人以上）
*须提前3天电话预约   

 http://www.ynjschool.com

传统饮食体验场 
 “院中酱”전통음식 체험장 뜰에장 

院中酱原本只专注于韩国传统酱的制
作，后来为了广泛宣传韩餐的独到之
处，特别开设了各种饮食体验活动。
在这里，可以尝试制作大酱、辣椒酱、
泡菜、豆腐和年糕等酱料及食品。  
另外，还可以亲手制作釜山风味小吃  
 “东莱葱煎饼”并现场品尝。

 釜山广域市北区德川路381号街17-31 
 可调整，请电话垂询   051-513-1777   
 制作东莱葱煎饼20,000韩元   

*须电话预约   
 http://trejang.com

梵鱼寺寺院寄宿
범어사 템플스테이

梵鱼寺与海印寺和通度寺合称庆尚道
三大寺刹。梵鱼寺开展两天一夜的寺
院寄宿活动，置身于被大自然环绕的
清幽寺院之中，静心冥想、品尝寺院
宿食，与僧人悠然茶谈，全身心体会
佛教文化。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梵鱼寺路250   
 每周六、日   051-508-5726   
 2天1夜寄宿每人80,000韩元（在梵鱼寺

官网预约每人70,000韩元）*E-MAIL预约：
tsbeomeosa@templestay.com   

 http://www.beomeo.kr

亲手制作釜山经典小吃――鱼糕

酿制香醇可口的传统酒

学做釜山传统美食 寺院素食体验

1  梦想的料理师
꿈꾸는요리사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江西区鸣旨海滨城
市4路62   051-204-1141  

 08:00~22:00
 （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奶酪菠萝包4,000韩元

2  OPS 옵스  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荒岭大路
489号街37   051-625-4300  

 08:00~23:00（全年无休）
 奶油泡芙2,300韩元、

明太鱼子长棍面包2,800韩元、
菠萝派15,000韩元、
学院前蛋糕1,300韩元

3  李兴龙果子店
이흥용과자점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莲堤区 亚运会大
路90   051-502-6268  

 08:00~22:00（全年无休）  
 黑色胶鞋3,600韩元、

明太鱼子长棍面包3,000韩元、
白色胶鞋3,500韩元、
哈库那玛塔塔4,200韩元

4  Gentz面包店
겐츠 베이커리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南区盆浦路111，
LG中央城 1层   051-612-2040  

 07:00~23:30（全年无休）  
 谷物甜甜圈1,700韩元、

栗子千层酥4,500韩元 

5  Ruband'or 
루반도르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大路375-1  
 051-467-6666  
 08:00~23:00（全年无休）   
 鲜虾土豆长棍面包4,800韩元、

大力水手4,900韩元、
潘多酪6,500韩元

6  面包国 빵의 나라  Map A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大路
221号街24   051-468-7608  

 08:00~23:00（休息日详情请向
店家电话垂询）

 核桃糯米面包3,500韩元

7  Boulangerie
五感 블랑제리 오감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鸣藏路
127号街10   051-528-0099  

 07:00~22:20（每月第一、
三个周日休息）

 玉米吐司2,500韩元、
牛奶吐司2,000韩元、
鱿鱼墨汁面包3,500韩元、
完美奶酪卷3,500韩元

8  Delicat 델리까뜨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亚运会大路
234，半岛Bora 108、109号  

 051-752-3826  
 08:00~24:00

 （每月第三个周日休息）
 红豆点心1,200韩元、 

红薯布里修欧3,500韩元

9  康帕涅 깜빠뉴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余古北路
163   051-506-0637  

 07:00~23:00（全年无休）
 红麴米吐司5,000韩元、

乡村面包3,500韩元

10  香橼 씨트론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忠烈大路
107号街54   051-552-0117  

 08:00~22:40（5月1日、春节及
中秋节当天休息

 板栗布里修欧4,000韩元、
鲜奶油吐司3,500韩元  

11  主厨果子店
쉐프장과자점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堂甘路20  
 051-896-2928  
 07:00~24:00

 （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大米卡斯特拉3,000韩元、

奶油奶酪千层酥3,500韩元

札嘎其市场 자갈치시장

韩国最大的水产市场，各种干鲜海产一应俱
全。1层水产市场售卖适合做成生鱼片的海鲜
以及鱼贝类，2层则是餐厅，可以将在1层买好
的海鲜拿过去现做现吃。另外在烤鱼美食街
也聚集着不少店家，当天捕捞的鲜鱼在这里
被烤得金黄酥脆，喷香诱人。

 釜山广域市中区札嘎其海岸路52一带   
 1层05:00～22:00、2层09:00～22:00 

 （每月第一、三个周二休息） 
 http://jagalchimarket.bisco.or.kr 

  夜市美食之旅

富平罐头夜市 부평깡통야시장

韩国首家常设夜市。每天夜晚，当30余台
移动摊位整齐排开，夜市就宣告开始。 
中国、日本、越南、泰国等各地风味不胜
枚举，单价在1,000～5,000韩元之间， 
价廉味美，可以毫无负担地随意挑选。

 釜山广域市中区富平1街48一带  
 19:30～24: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水营八道夜市 수영팔도야시장

以“ 世界美味遇见八道市场”为口号， 
推出价廉物美的世界各国风味美食。在釜
山的各大夜市中，这家最晚开始营业， 
但总是排起长队，客满盈门。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水营城路27一带  
 19:00～23:00（每周日休息）

国际市场 국제시장

釜山最大的旧货市场。朝鲜战争后，
难民们曾聚在这一带做买卖，后来逐
渐活泛，开始贩卖街头小吃，自然而
然就形成了美食街。这里的经典风味
有将煮粉条用调味酱拌着吃的拌粉
条、在烤甜饼中填入各种坚果的坚果
甜饼、用粉条鲜蔬做馅的油豆腐包加
以高汤煮成的油豆腐火锅等。

 釜山广域市中区国际市场2街25一带   
 09:00～20:00（每月第一、三个周日休息，

春节及中秋节连休，各摊位休息日不同）

富平罐头市场鱼糕街 
부평깡통시장 어묵거리

朝鲜战争后，这一带因为主要售卖
各种进口罐头而得名“罐头市场”，
现在依然是有名的进口商品市场。
这里还集中了20余家鱼糕店，销售
数十种用各种食材制成的鱼糕。既
可当场品尝热腾腾的鲜糯鱼糕，也
可以打包带走。

 釜山广域市中区富平1街48一带 
 08:00～20:00（各摊位休息日不同) 
 http://www.bupyeong-market.com

机张市场
기장시장

机张地区自古就盛产优质的海带
与雪蟹。在机张市场可以采购到从
最前沿的浅海中打捞上来的鲜海
带，还可以买几只新鲜的雪蟹现蒸
现吃。除此之外，四季都有机张渔
民 打捞上 来的时令 海鲜，形形 色
色，五花八门，令人应接不暇。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张邑邑内路104号
街16一带   

 06:00～21:00（每月最后一个周二休息  
*露天摊位除外）

釜田市场 부전시장

釜田市场内专设“釜田人参市场”，
不仅销 售水参、干 参 和 红参 等 各
式 人参，也售卖 各 种人参 制 品 。 
这里是釜山规模最大的人参市场，
人参价格比市面低20～30%，而人
参制品的价格最低仅为市面价格的
20%。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中央大路783号街
23一带   04:00～19:00   

 http://bujeonmarket.itrocks.kr

Map

釜山有名的咖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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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综合巴士客运站, 东部巴士客运站
부산종합버스터미널, 동부버스터미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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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岛天空步道
오륙도 스카이워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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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罐头市场鱼糕街
부평깡통시장 어묵거리

札嘎其市场
자갈치시장

札嘎其生鱼片中心
자갈치회센터

上海街
상해거리 釜山站

부산역

釜山港大桥
 부

산
항

대
교

大
峙

隧
道

 대
티

터
널

釜山隧道 부산터널

国际客运码头旅游咨询处
국제여객터미널 관광안내소

釜山综合旅游咨询处
부산종합 관광안내소

釜山站旅游咨询处
부산역 관광안내소

国际市场
국제시장

釜山港沿岸客运码头
부산항 연안여객터미널

釜山港国际客运码头
부산항 국제여객터미널

1号线

釜山
부산

中央
중앙

草梁 
초량

南浦
남포

札嘎其
자갈치

土城
토성

大峙
대티

西大新
서대신

东大新
동대신

巨人炸鸡
거인통닭

18

10

3

63

33

西大市场
元祖猪蹄

서대시장 원조족발

安康鱼餐厅
물꽁식당

新昌汤饭
신창국밥

汉阳猪蹄
한양족발

金海餐厅
김해식당

诚一家
성일집

三进鱼糕总店
삼진어묵 본점

多味河豚汤
다미복국

蚂蚁家
개미집

奶奶伽倻小麦面条
할매가야밀면

釜山名物生鱼片店
부산 명물횟집

奶奶油豆腐火锅
할매유부전골

元祖釜山猪蹄
원조부산족발

草梁小麦面条
초량밀면

Bonjeon
猪肉汤饭 
본전돼지국밥

50

64

26

5

61

7

19

17

43

49

8
10

旧时小茅屋
옛날오막집

公园家
공원집

康莫酒店韩国馆
(주)코모도호텔 한국관

9

6

16

面包国 
빵의나라

白鸠堂 
백구당

B&C
비엔씨

市民制果店
시민제과점

19

18

22

东西高架道路 동서고가로

中
央

大
路

 중
앙

대
로

荒岭大路 황령대로

田浦突山公园
전포돌산공원

釜山镇区厅
부산진구청 釜田市场

부전시장

釜田站
부전역

田浦咖啡街
전포 카페거리

然酵斋
연효재

釜山国际金融
中心、釜山银行
국제금융센터
부산은행역金色主题街

골드테마거리

西面1号街
서면1번가

乐天酒店&度假村
롯데호텔앤 리조트

NC百货商店（西面店）
NC백화점 서면점

现代百货商店
현대백화점

凡一站
범일역

2号线

1号
线

西面医疗街
서면메디컬스트리트

1号线 2号线

釜岩
부암

西面
서면

田浦
전포

釜田
부전

釜田
부전

门岘
문현

凡一
범일

凡川谷
범내골

629

68

16

2

古来思釜田本店
고래사 부전본점

春夏秋冬
춘하추동

正东津海鲜汤
정동진해물탕

松亭三代汤饭
송정3대국밥

急行庄
급행장

哄笑猪蹄
홍소족발

奶奶汤饭
할매국밥

马拉松家
마라톤집

公司职员
회사원

元祖奶奶家
원조할매집

4
21

53

59

15

2

7

石化韩定食
석화한정식

大院家
마당집

我利韩定食
아리한정식

6

11

水营湾帆船赛场
수영만 요트경기장

APEC世峰楼
누리마루APEC하우스

The bay 101 
더베이101

古来思
고래사 

해운대점

电影殿堂
영화의전당

广安里咖啡街
광안리 카페거리

水营八道夜市
수영팔도야시장 Centum City

신세계 센텀시티

海云台
海水浴场

해운대해수욕장

SEA LIFE 
釜山水族馆
부산아쿠아리움

广安里海水浴场
광안리해수욕장

广
安

大
桥

 광
안

대
교

2号线

东海线

水
营

隧
道

 수
영

터
널

苌山第1隧道 장산1터널

APEC渡口公园
APEC나루공원

迎月路
달맞이길

BEXCO(釜山会展中心)
벡스코

釜山市立美术馆
부산시립미술관

海云台长途巴士客运站
해운대시외버스터미널

釜山威斯汀朝鲜酒店
웨스틴조선부산

海云台游览船
해운대관광유람선

苌山
장산

韩国海峡
대한해협

Centum
센텀

冬柏岛
동백섬

31

奶奶家元祖
河豚汤 

할매집원조복국

Centum站
센텀역

金莲山
금련산

广安
광안

水营
수영

Centum City
센텀시티

民乐
민락

望美
망미

冬柏
동백 

海云台
해운대

中洞
중동

苌山
장산

南川
남천

BEXCO
(市立美术馆)

벡스코

2号
线

2号线

36

23 24

46

47

冬柏岛生鱼片店
동백섬횟집

密阳血肠猪肉汤饭
밀양순대 돼지국밥

草原河豚汤大渊本店
초원복국 대연본점

钰味辣炖安康鱼
옥미아구찜

元祖鲜海鳗
원조산곰장어

大阙菜包饭
대궐쌈밥

七星生鱼片店
칠성횟집

新罗生鱼片店
신라횟집

青罗河豚汤
청라복국

防波堤生鱼片店
방파제횟집

黄金渔场
황금어장

巨龟船生鱼片店
거북선횟집

巨大
거대

平安道猪蹄
평안도족발

金墺生鱼片店
금오횟집

海云台伽倻小麦面条
해운대 가야밀면

美味口碑烤鸭肉
맛소문오리불고기

锦绣河豚汤海云台店
금수복국 해운대점

20

34

27

41

55

6

11

2822

45 29

32

25 三三生鱼片店
삼삼횟집

42

海云台信誉良好母牛排骨店
해운대소문난 암소갈비집

56

元祖奶奶河豚汤
원조할매복국

35

11Daon
다온

Yeyije
예이제

12

2

0020

17

OPS 옵스

太极堂
태극당

雷诺阿 
르느와르

From.JUN 
프럼준

21

A. 南浦洞一带 C. 西面一带

B. 广安里&海云台一带

 

新炭烤炸鸡 뉴숯불통닭  Full Map

釜山大学附近的知名炸鸡店。这家店炸
鸡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表皮，薄薄的面
衣酥松香脆，口感极佳。散发着咖喱香
或胡椒香的脆皮炸鸡配上炸薯条，简直
堪称一绝。本店坚持使用韩国产新鲜整
鸡，重量达到1.3公斤左右，分量足实。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金刚路335号街47  
 16:00~24:00（每周日休息）  
 051-514-3885   脆皮炸鸡16,000韩元、

调味炸鸡17,000韩元 

希望炸鸡 희망통닭  Full Map

始于1983年。这家店的脆皮炸鸡和调味
炸鸡都非常受欢迎，而简单调味后炸得
金黄酥脆的鸡胗更是特别的美味。配菜
有酸甜的腌萝卜和番茄酱拌圆白菜丝。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明伦路98号街94  
 09:00~24:00（每周一休息）  
 051-555-0073   烤全鸡16,000韩元、

脆皮炸鸡16,000韩元、调味炸鸡17,000韩元、
脆皮调味拼盘17,000韩元

巨人炸鸡 거인통닭  Map A

位于富平市场内，被誉为釜山三大炸鸡
之一。这里的招牌炸鸡当属用大铁锅炸
出来的脆皮炸鸡。散发着咖喱香味的面
衣酥脆可口，与啤酒可谓是绝配。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区路47号街34  
 12:00~22:00（每周日休息）  
 051-246-6079   脆皮炸鸡18,000韩元、

调味炸鸡19,000韩元、脆皮调味拼盘19,000韩元

釜山推荐餐厅&地图

韩国

釜山

首尔

河豚汤 복국

30  日光大河豚店
일광대복집（风味餐馆）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日光 
面梨花路3（地铁日光站1号 
出口步行约5分钟）  06:30 
~21:30（春节及中秋节当
天休息）  051-721-1561  

 10,000~30,000韩元 

31  奶奶家元祖河
豚汤 할매집원조복국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迎
月路62号街28（地铁中洞
站5号出口步行约15分钟   

 00:00～24:00（全年无
休）  051-747-7625  

 9,000~38,000韩元 

32  青罗河豚汤 
청라복국  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安
海边路289（地铁广安站3
号出口步行约20分钟）  

 00:00～24:00（全年无
休）  051-752-8251 

 10,000~40,000韩元 

33  多味河豚汤
다미복국  Map A

 釜山广域市影岛区南港
路9号街2（地铁南浦站6
号出口步行约15分钟）  

 09:00~21:00（全年无休
 051-417-7383  
 8,000~20,000韩元

34  锦绣河豚汤海
云台店 금수복국 해운대점

 （风味餐馆）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中
洞一路43号街23 地铁海
云台站1号出口步行约10
分钟）  00:00～24:00 
 （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742-3600  
 10,000~45,000韩元 

35  元祖奶奶河
豚汤 원조할매복국  

 （风味餐馆）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迎
月路62号街1（地铁中洞站
5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06:00~23:00（春节及中
秋节当天休息，夏季休假
详情请向店家垂询） 

 051-742-2789  
 9,000~28,000韩元 

36  草原河豚汤
大渊本店
초원복국 대연본점

 （风味餐馆）Map B

 釜山广域市南区荒岭大
路492号街30（地铁庆星
大学釜庆大学站1号出口
步行约10分钟）

 09:00~21:00（5月中一
天、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628-3935  
 15,000~30,000韩元 

烤海鳗 곰장어구이

37  五洋水产海鳗
烧烤 오양수산 장어구이   

 （风味餐馆）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张
邑机张海岸路548-3
 （地铁机张站1号出口乘坐
巴士约20分钟）

 10:00~22:00（每月第
二、四个周二，春节及中秋
节休息）  051-721-0074  

 38,000韩元

38  机张外婆家元
祖稻草烤海鳗
기장외가집 원조짚불곰장어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张
邑公须2街5-1（地铁松亭
站1号出口乘坐巴士约15
分钟）  10:00~21:30（全
年无休）  051-721-7098  

 稻草烤海鳗（1公斤） 
60,000韩元

39  机张海鳗
기장곰장어（风味餐馆）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
张邑机张海岸路70（地铁
松亭站1号出口乘坐巴士
约15分钟）  周一～六
00:00～24:00、周日10:00
～22:00（全年无休） 

 051-721-2934  
 60,000韩元

40  阳山道家 양산도집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沙上区洛东
大路799-34（地铁下端站
4号出口乘坐巴士约20分
钟）  周一～六11:30～
21:30、周日11:30～21:00 
 （全年无休）  051-311-
4098   20,000韩元

41  黄金渔场 황금어장 

 （风味餐馆）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安
海边路321，2～3层（地铁
南川站3号出口步行约15
分钟）  12:00~24:00
 （春节及中秋节当天、次日
休息）  051-751-9285  

 40,000~80,000韩元

42  元祖鲜海鳗 원조 

산곰장어（风味餐馆）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水营
路725号街32（地铁水营
站3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  

 11:00~01:00（春节及
中秋节休息）  051-752-
2596   15,000~25,000韩元

43  诚一家 성일집  

 （风味餐馆）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大桥路
103（地铁南浦站10号出口 
步行约5分钟） 11:00~ 
23:00（春节及中秋节当
天、次日休息）  051-
463-5888   15,000韩元

猪肉汤饭 돼지국밥

1  双胞胎
猪肉汤饭 쌍둥이돼지국밥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南区UN和
平路35-1（地铁大渊站3
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

 09:00~24: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628-7020  
 6,500～8,500韩元 

2  奶奶汤饭 할매국밥

Map C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大
路533号街4（地铁凡一站
7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10:00~21:00（每周日
休息）  051-646-6295  

 5,500～6,000韩元 

3  Bonjeon
猪肉汤饭 본전 돼지국밥

Map A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
大路214号街3-8
 （地铁釜山站10号出口步
行约5分钟）

 08:30~21:30（春节及
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441-2946  
 7,000～9,000韩元

4  松亭三代汤饭
송정3대국밥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
西面路68号街29（地铁
西面站1号出口步行约5
分钟）  00:00～24:00
 （春节及中秋节前一天、
当天休息）  

 051-806-7181  
 6,500～20,000韩元

5  新昌汤饭 신창국밥

 （风味餐馆）Map A 

 釜山广域市西区宝水
大路53（地铁土城站3号
出口步行约5分钟）

 10:00~22:00（每周日
休息）  051-244-1112  

 6,500~30,000韩元

6  密阳血肠猪肉
汤饭 밀양순대돼지국밥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龟南路24号街3（地铁海
云台站5号出口步行约5
分钟）  00:00～24:00
 （全年无休）

 051-731-7005  
 7,500韩元

1  丰年鸭肉博士
풍년오리박사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青龙路40  
 11:00~22:00（全年无休）  
 051-508-4258  
 45,000~60,000韩元

2  石化韩定食
석화한정식  Map C

 釜山广域市东区朝纺路21  
 12:00~22:00（春节及中秋节

休息）  051-632-5005  
 36,000~72,000韩元

3  贞林 정림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忠烈大路
237号街31-3   12:00~22:00
全年无休）  051-554-1994  

 25,000~50,000韩元

4  东莱别墅 동래별장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金刚路123
号街12   午餐12:00～15:00、
晚餐18:30～21:00（每周一休息

 051-552-0157  
 午餐30,000～40,000韩元、

晚餐55,000～120,000韩元 

5  内堂 내당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金刚公园
路20号街23  

 午餐12:00～15:00、
晚餐17:30～21:30（全年无休）

 051-550-2100  
 65,000~89,000韩元

6  我利韩定食 아리한정식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
路785   午餐12:00～15:00、晚

餐17:00～21:00（春节及中秋节
休息）  051-851-1212  

 25,000~50,000韩元

7  大院家 마당집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釜田路
69   11:30~22:00（春节及中秋
节休息）  051-806-8602  

 12,000~40,000韩元

8  旧时小茅屋 옛날오막집

Map A

 釜山广域市釜山广域市西区
九德路274   12:00~22:00（每
月第二、四个周一休息）

 051-243-6973   28,000韩元

9  公园家 공원집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大厅路126号
街20   11:30~21:30（每周六、
日休息）  051-245-3367  

 30,000韩元

10  康莫酒店韩国馆
(주)코모도호텔 한국관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区路151  
 午餐12:00～14:30、晚餐18:00

～21: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461-9747  
 20,000~40,000韩元

11  Daon 다온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
海边路154，Marina中心8层  

 午餐12:00～15:00、晚餐05:30
～21:30（春节及中秋节连休以及
8月暑期休假期间的休息日请直
接向餐馆垂询）

 051-959-0119  
 17,000~50,000韩元

12  Yeyije 예이제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
海辺路298号街29、
Prugio City 2层  

 午餐12:00～15:00、
晚餐18:00～20:30（春节及中秋
节前一天、当天休息）

 051-731-1100  
 19,000~59,000韩元

特荐传统韩餐厅十二家

69  奶奶河蚬汤
할매재첩국（风味餐馆）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沙上区洛
东大路1530号街20-15
 （地铁毛罗站3号出口步行
约10分钟）

 06:00~22:00（春节及
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301-7069  
 6,000韩元

70  河东河蚬汤
하동재첩국（风味餐馆）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沙上区洛
东大路1518号街33
 （地铁毛罗站3号出口步行
约10分钟）

 06:00~22:00（春节及
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301-7200  
 6,000韩元

河蚬汤 재첩국 蒸鲫鱼 붕어찜

71  淡水花园 
민물가든（风味餐馆）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江西区河
岸中央街5（金海国际机
场乘坐出租车约10分钟）

 051-971-8428  
 10:00~21:00

 （全年无休）  
 50,000韩元

知名炸鸡店及招牌菜品

* 营业时间、休息日与价格可能发生变动。特别是海鲜类随季节价格变动较大，详情请直接垂询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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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鸭肉 오리불고기

44  南山八角亭
남산팔각정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金
刚路626（地铁南山站1号
出口步行约10分钟）

 12:00~21:00
 （全年无休） 

 051-582-8866  
 35,000韩元

45  大阙菜包饭
대궐쌈밥  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南
路142号街8（地铁广安站
5号出口步行约15分钟）

 11:30~22:00
 （全年无休）  

 051-754-6160  
 11,000~17,000韩元

46  美味口碑烤
鸭肉 맛소문오리불고기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佐
洞路109-17（地铁苌山站4
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10:00~22:00
 （全年无休）

 051-703-5293  
 32,000韩元

釜山鱼糕、油豆腐火锅
부산어묵, 유부전골

62  古来思
釜田本店 
고래사 부전본점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
中央大路769（地铁釜田
站1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

 07:00~19:00
 （全年无休）

 1577-0676  
 500~3,500韩元

63  三进鱼糕总店 
삼진어묵 본점  Map A

 釜山广域市影岛区太宗
路99号街36（地铁南浦站
6号出口步行约20分钟）

 09:00~20:00
 （全年无休）

 051-412-5468  
 500~4,000韩元

64  奶奶
油豆腐火锅 
할매유부전골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富平3
街29（地铁札嘎其站7号
出口步行约15分钟）

 10:00~20: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70-7450-9826  
 4,000韩元

辣炖安康鱼 아귀찜

47  钰味
辣炖安康鱼 
옥미아구찜  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望
美繁荣路55号街35
 （地铁望美站4号出口步行
约5分钟）

 11:00~21:3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754-3789  
 30,000~60,000韩元

48  马山
辣炖安康鱼 
마산아구찜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莲堤区双美
川路94-1（地铁水满谷站4
号出口步行约15分钟）

 11:30~21:30
 （每周三休息）

 051-861-1487  
 25,000~45,000韩元

49  金海餐厅 김해식당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札嘎
其路51-2（地铁札嘎其站
10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09:00~21: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255-8242  
 26,000~45,000韩元

50  安康鱼餐厅
물꽁식당（风味餐馆）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黑桥
路59号街3（地铁土城站1
号出口步行约15分钟）

 09:00~22:00
 （全年无休）

 051-257-3230  
 10,000~50,000韩元

51  清道奶奶
辣炖安康鱼 
청도할매아구찜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栽盘路268（地铁盘如农
产品市场站2号出口乘坐
巴士约15分钟）

 11:30~21:00
 （每周二休息）

 051-782-6969  
 20,000~40,000韩元

生鱼片 생선회

21  公司职员 회사원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
中央大路692号街39
 （地铁西面站2号出口步行
约10分钟）

 17:00~05:00（每月第
一、三个周一休息）

 051-806-1150  
 15,000~35,000韩元

22  新罗生鱼片店
신라횟집（风味餐馆）
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
安海边路273-1
 （地铁广安站3号出口步行
约20分钟）

 10:00~23: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753-2800  
 20,000~60,000韩元

23  七星生鱼片店
칠성횟집  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
安海边路239 （地铁广安
站3号出口步行约15分
钟）  12:00~23: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753-3704  
 30,000~50,000韩元

24  防波堤生鱼片
店 방파제횟집

 （风味餐馆）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
安海边路294号街24
 （地铁广安站3号出口步行
约20分钟）

 11:30~22:00  
 051-753-7325  
 35,000~100,000韩元

25  三三生鱼片店
삼삼횟집  Map B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
安海边路278
 （地铁广安站3号出口步行
约20分钟）

 11:00~22:00（春节及
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753-7333  
 25,000韩元起

26  釜山名物生鱼
片店 부산명물횟집  

 （风味餐馆）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札嘎
其海岸路55-1
 （地铁札嘎其站10号出口
步行约5分钟）

 09:00~22: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
午休15:30～17:00

 051-245-7617  
 33,000~85,000韩元

27  冬柏岛生鱼片店
동백섬횟집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海云台海边路209号na街
17（地铁海云台站7号出
口步行约10分钟）

 11:00~22:30（春节及
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741-3888  
 15,000~80,000韩元

28  金墺生鱼片店
금오횟집（风味餐馆）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青沙浦路58号街62
 （地铁苌山站7号出口乘坐
巴士约15分钟）

 10:00~22:00
 （全年无休）

 051-742-0011  
 30,000韩元

29  巨龟船生鱼片店
거북선횟집（风味餐馆）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迎月街62号街69
 （地铁中洞站5号出口步行
约20分钟）

 11:00~23:00（春节及
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741-8850  
 35,000韩元

排骨 갈비

52  大吉炭烤排骨
대길숯불갈비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金
刚路150（地铁温泉场站
5号出口步行约15分钟）

 12:00~01:00（每月第
二、四个周二休息）

 051-555-5935  
 8,500~9,000韩元

53  急行庄 급행장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
西面文化路4（地铁西面
站9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

 11:30~21:00
 （全年无休）

 051-809-2100  
 27,000~32,000韩元

54  麻浦本家 
마포본가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莲堤区世
界杯大路111号街10
 （地铁莲山站4号出口步行
约5分钟）

 11:00~23:00
 （全年无休）

 051-867-9252  
 24,000韩元

55  巨大 거대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迎月街22（海云台站1号
出口步行约15分钟）

 11:30~22:00
 （全年无休）

 051-746-0037  
 44,000~55,000韩元

56  海云台信誉良
好母牛排骨店
해운대소문난 암소갈비집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中洞二路10号街32-10
 （地铁中洞站7号出口步行
约10分钟）

 11:30~21:3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746-0033  
 36,000~42,000韩元

辣炒章鱼 낙지볶음

57  元祖朝纺章鱼
원조조방낙지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明
伦路94号街37（地铁寿安
站5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

 11:00~21:00（每月第
二、四、五个周日休息）

 051-555-7763  
 8,000韩元

58  五六岛章鱼
오륙도낙지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社
稷北路5号街30
 （地铁社稷站1号出口步行
约15分钟）

 10:30~21:00  （全年无
休）  051-506-1854  

 7,000~9,000韩元

59  元祖奶奶家
원조할매집（风味餐馆）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金
色主题街12（地铁凡一站
10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

 10:00~22:00
 （春节及中秋节当天、
次日休息）

 051-643-5037  
 6,500~7,000韩元

60  善良章鱼 
착한낙지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莲堤区盘
松路43（地铁莲山站14号
出口步行约10分钟）

 11:30~22:00
 （全年无休）

 051-852-0856  
 9,000韩元

61  蚂蚁家 개미집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区
路30号街22（地铁南浦站
1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10:30~21:00
 （全年无休）  

 051-246-3186  
 8,000~10,000韩元

东莱葱煎饼 동래파전

12  东莱葱煎饼
동래파전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明
伦路94号街43-3
 （地铁寿安站5号出口步行
约5分钟）

 10:00~23:00
 （全年无休）

 051-556-0324  
 20,000~40,000韩元   

13  东莱奶奶
葱煎饼 동래할매파전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明
伦路94号街43-10
 （地铁寿安站5号出口步行
约5分钟）

 12:00~22:00
 （每周一、春节及中秋节当
天休息）

 051-552-0792  
 20,000~25,000韩元  

14  信誉良好
东莱葱煎饼 
소문난동래파전  

 （风味餐馆）Full Map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金
刚公园路55
 （地铁温泉场站1号出口步
行约15分钟）

 10:00~21:00（每月第
一、三个周一休息） 

 051-553-5464  
 12,000韩元  

15  马拉松家 마라톤집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
伽倻大路784号街54
 （地铁西面站7号出口步行
约5分钟）

 16:00~02:00（每月第
一、三个周日休息）

 051-806-5914  
 13,000~15,000韩元  

凉拌酱猪蹄 냉채족발

16  哄笑猪蹄 홍소족발

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
中央大路691号街44
 （地铁西面站7号出口步行
约10分钟）

 12:00~24:30
 （全年无休）

 051-818-2575  
 29,000~45,000韩元  

17  西大市场元祖
猪蹄 서대시장원조족발

Map A

 釜山广域市西区大瀛
路43-2（地铁东大新站6
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

 10:30~01:30
 （全年无休）  

 051-253-6023  
 12,000~30,000韩元  

18  汉阳猪蹄 한양족발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区
路23号街13
 （地铁札嘎其站5号出口步
行约5分钟）

 10:00~01:00（全年无
休）  051-246-3039  

 30,000~40,000韩元  

19  元祖釜山猪蹄
원조부산족발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
路17-1（地铁札嘎其站7
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09:00~01:00
 （全年无休）  

 051-246-0136  
 30,000~50,000韩元  

20  平安道猪蹄
평안도족발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迎月街14（地铁中洞站7
号出口步行约15分钟）

 11:00~24: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741-6568  
 30,000~45,000韩元  

海鲜汤 해물탕

67  安养海鲜汤 
안양해물탕（风味餐馆）
Map C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社
稷路66（地铁社稷站1号
出口步行约15分钟）

 11:30~22:3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505-0480  
 38,000~58,000韩元

68  正东津海鲜汤
정동진해물탕（风味餐馆）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
面文化路37（地铁西面站
11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11:00~22:50
 （全年无休）  

 051-809-8208  
 40,000~50,000韩元

烤黑山羊肉 흑염소불고기

65  山城家
산성집（风味餐馆）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
山城路524
 （地铁釜山大学站3号出口
乘坐出租车约20分钟）

 10:00~21: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517-7900  
 35,000~40,000韩元

66  三笑木屋
삼소통나무집（风味餐馆）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北区中里
路78（地铁万德站1号出
口步行约15分钟）

 10:00~22:00（具体时
间请向店家垂询）

 051-333-4277  
 35,000韩元

小麦面条 밀면

7  草梁小麦面条
초량밀면  Map A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
大路225（地铁草梁站1号
出口步行约10分钟）

 10:00~22: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051-462-1575  
 4,500韩元

8  开琴小麦面条
개금밀면  Full Map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
伽倻大路482号街9-4
 （地铁开琴站1号出口步行
约10分钟）

 10:00~20:00
 （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892-3466  
 6,000~7,000韩元

9  春夏秋冬 춘하추동  

 （风味餐馆）Map C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
西面文化路48-1
 （西面站11号出口步行约
10分钟）

 09:30~22:00
 （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051-809-8659  
 6,000韩元

10  奶奶伽倻
小麦面条 할매가야밀면  

Map A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
路56-14（地铁南浦站1号
出口步行约5分钟）

 10:10~21:30
 （全年无休）

 051-246-3314  
 5,000~6,000韩元

11  海云台伽倻
小麦面条 
해운대 가야밀면  Map B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
佐洞循环路27
 （地铁中洞站10号出口步
行约5分钟）

 09:00~21:00
全年无休）

 051-747-9404 
 6,000韩元


